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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活動源起 

荒野保護協會自 2005 年起，以推廣節電行為做為出發，選在全年日照最長日-夏至在

戶外舉行夏至關燈晚會，呼籲社會大眾在夏至這天，能夠關掉家裡的電燈，一同走出戶

外，除了體驗節能的重要性，也能享受音樂以及彼此心靈的交流，之後也將夏至關燈推到

了亞洲的幾個重要都市。2010 年荒野開始與世界自然基金會（WWF）合作，參與世界性的

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活動，在每年三月最後一個週六晚間 8:30 至 9:30 與全世界一起關

燈一小時，藉此呼籲在全球氣候變遷下，每個人無論年齡、階級等背景，都有改變世界的

能力與責任。 

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，是 2007 年由世界自然基金會發起。荒野保護協會於 2010 年

起與世界自然基金會合作，辦理台灣地區「地球一小時」活動，呼籲全民將節能精神落實

在生活中的每個層面，並且持續進行，成為生活的一個習慣。到 2017 年全球已有 187 個國

家及地區、12,000個著名地標、上億民眾的響應。 

「60+」為地球一小時活動主要意象，代表關燈只是保育行動的開端，鼓勵全球民眾，

超越地球一小時，進行長期守護行動，以達到實質保育成效。本會更自 2014 年起串連國際

兩大環保行動：地球一小時（Earth Hour）及地球日（Earth Day），從一月起至五月籌辦

長期守護行動「地球倡議」，以關注氣候變遷對人類生活與自然棲地影響。 

今年為喚起民眾守護地球的心，2018 年以「用心愛地球」為倡議行動的核心價值。透

過「用心多做」地球一小時、「用心記錄」全國棲地大調查、「用心守護」移除外來種，

三大活動，用實際的行動「手」護地球。地球一小時當天，更呼籲所有人關上一盞燈，走

出戶外，為所關心的動植物發聲，透過實際的減碳行動，改善氣候變遷的問題，守護自然

棲地，守護萬物家人的家園。 

  

http://www.sow.org.tw/
mailto:sow@sow.org.tw


100臺北市中正區詔安街 204號 www.sow.org.tw   sow@sow.org.tw 

1F., No.204, Jhao-an St,Jhongiheng District,TaipeiCity100, Taiwan,R.O.C. 

Tel／+886-2-2307-1568   Fax／+886-2-2307-2568 
3 

貳、 活動目標 

一、國際共同發聲：與 Earth Hour 國際團隊合作，與全球 187 個國家及地區，12,000

個著名標的物共同響應，因應國際環境倡議行動，提升臺灣節能行動的國際能見

度。 

二、公民參與力量：結合跨業合作，邀請公部門、認同節能倡議之企業、社區與非營

利組織，一同擴大公民參與響應，以多元創意鼓勵臺灣民眾參與「地球一小時」，

為臺灣環境永續奠下根基為目的。 

三、民眾知識培力：透過志工培訓課程及講座持續推動的氣候變遷及節能教育推廣工

作，深化國人認知氣候變遷對於生活影響以及生物多樣性之衝擊，並瞭解如何透

過一己之力，從節能減碳行為到棲地保育。 

四、公民團體合作：串連綠色產業、推廣綠色消費，讓民眾知道在生活中也能對氣候

變遷出一份心力。 

五、台北地區以「守護、手護音樂饗宴」為本次活動主題，並以「關燈一條街」、「野

夜市集」、「五感全開野台夜」三大主要活動，向民眾宣導宣傳節能倡議，讓節能

概念從自我身邊著手做起。 

六、名人共襄盛舉：邀請拍攝公益短片，提升民眾對於氣候變遷對於生態衝擊的環境

意識以及守護行動。 

七、企業機關響應：邀請全臺企業機關團體超越地球一小時，除在活動當天全臺關燈

一小時，節電 5萬度，省 30公噸二氧化碳(等於 100萬棵樹一天吸收量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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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活動內容 

一、關燈一條街 

透過荒野保護協會地球倡議活動網站推廣，呼籲全臺民眾與世界同步進行關

燈串連，邀請民眾關閉室內外不必要的電器及照明設備，促使民眾將節能習慣內

化於生活中；另藉由公文邀約，全國各地主要建築物及營業店家響應，目標當日

達到兩萬店家進行招牌及櫥窗的關燈響應。 

為了供應用電需求，台灣人平均每年的碳排放量為 10 公噸，超過全球平均的

兩倍，雖然近年來政府提倡「節能減碳」，但實際上真正落實的人仍極其有限。往

年我們呼籲每戶人家在每年三月的最後一週的週六晚間 20:30-21:30 隨手關上家

中不必要的能源；今年我們將由「點」串連成「線」，除了每戶人家的響應之外，

我們更希望串聯店家的力量，關上營業用招牌燈、櫥窗燈及裝飾燈，一同為地球

盡心。 

二、公益短片拍攝： 

邀請主管機關長官拍攝短片與照片，並運用 WWF 地球一小時之國際版素材，

結合在地守護的影片素材(信義區關燈響應、臺北市公園生態化等)，剪輯影片，

代表臺灣與國際共同發聲，傳達棲地守護與生物多樣性對於減緩氣候變遷的重要

性，並邀請民眾一起關心環境，起而行動。公益短片將於捷運月台電視、社群媒

體、響應商家電視牆等媒體平台播放。 

三、線上響應 

邀請願意響應之組織，藉由線上登入響應的方式，串聯全台灣關燈計畫，期

望吸引更多民眾加入響應行列，並擴大參與倡議活動之年齡層。 

四、長期社會環境教育 

1、 舉辦氣候變遷系列講座及工作坊 

2、 餐桌上的氣候變遷工作坊 

3、 樹蔭下的氣候變遷工作坊 

4、 生活中的節能綠活工作坊 

五、社區節能綠活圖推廣計畫 

與經濟部能源局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，培訓節能綠活圖講師，透

過「節能綠活圖」的志工培訓輔導課程。 

  

http://www.sow.org.tw/
mailto:sow@sow.org.tw


100臺北市中正區詔安街 204號 www.sow.org.tw   sow@sow.org.tw 

1F., No.204, Jhao-an St,Jhongiheng District,TaipeiCity100, Taiwan,R.O.C. 

Tel／+886-2-2307-1568   Fax／+886-2-2307-2568 
5 

肆、 媒體宣傳計畫 

一、建置期：1/1-3/24 

媒體別 內容 宣傳時程 

荒野保護協會地球倡議 

EARTH HOUR專屬網站 

1、關燈一小時活動緣起 

2、2018 倡議主題及 3/24 活

動介紹 

3、連署響應頁面 

（節能綠活圖簡介） 

建置：1/1  -1/15 

測試：1/16 -1/30 

宣傳：2/1 -3/24   

EDM 
1、 二月份主視覺宣傳 

2、 活動預告 

配合 EDM、邀請卡及網

站建置 

Earth Hour宣傳片 
2018 Earth Hour 

臺灣地區宣傳片製作 
2/24-3/24 

二、宣傳期-內部媒體 

媒體別 內容 宣傳時程 備註 

荒野快報 

三月號封面主題+ 

跨頁報導（2P）+內廣 1P 

主要針對會員發送 

2/1~2/28 印製量 7000份 

荒野網站 
首頁 BANNER、訊息快遞文字連

結、倡議專區 
2/1~3/24 

荒野會員人數

19,000 個會員

家庭 

官方 FB 每日一則氣候調適報為活動暖身 2/20~3/24 

荒野電子報 
每週 1次，共 4則 

（約 14,200名訂戶） 
2/1~3/24 

 

  

http://www.sow.org.tw/
mailto:sow@sow.org.tw


100臺北市中正區詔安街 204號 www.sow.org.tw   sow@sow.org.tw 

1F., No.204, Jhao-an St,Jhongiheng District,TaipeiCity100, Taiwan,R.O.C. 

Tel／+886-2-2307-1568   Fax／+886-2-2307-2568 
6 

三、宣傳管道 

項目 內容說明 

新聞露出 

邀請公部門共同主辦，並力邀市長及部會長官

出席現場活動；活動並邀請知名藝人出席表

演，預計吸引相關版面媒體報導。 

臺北捷運局公益廣告張貼、

LINE推播 
臺北捷運每日平均 230萬人次搭乘 

形象宣傳影片(台灣版) 

邀請您與我們一同拍攝響應影片，並剪輯至提

供給 WWF的宣傳影片中，影像將於全世界社群

媒體露出。 

荒野出版品 

荒野快報：本會每月固定出刊，訂閱人數

5,268人。 

年度成果報告：閱覽人次近 20,000 人。 

荒野網站 約 1,551,414瀏覽人次 

臉書 

荒野保護協會：粉絲人數 126,325 人，貼文觸

及 35,000人次 

Earth Hour Taiwan (地球一小時)：粉絲人數

11,425人，貼文觸及 7,839人次 

荒野地球倡議官方網站 約 29,082瀏覽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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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地球一小時 『關燈一條街』說帖 

 

你看過金色的地球嗎？ 

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(NASA)

曾發佈一系列名為「Night Lights」

的地球夜景照片，從外太空俯瞰，地

球宛如一個被億萬燈火所點綴的發亮

金球。但是，在許多人讚嘆這璀璨美

景的時候，更多人忽略了美景背後所

隱含的問題：人們，是否過度濫用了

能源？ 

為了供應用電需求，台灣人平均每年的碳排放量為 10 公噸，超過全球平均的兩倍，雖然近年

來政府提倡「節能減碳」，但實際上真正落實的人仍極其有限。龐大的二氧化碳加劇了溫室效應，

也造成氣候變遷，如果社會大眾都對此無動於衷，政府與企業又豈會願意正視這棘手難題？ 

曾經，燈僅為了照明而存在，直到人們賦予它裝飾、造景、廣告等功能，時值今日，當白晝之

夜成為都市慣例時，你是否想過，驅動照明的乃是這塊大地的未來資本？ 

你一定查覺到逐年升高的氣溫，讓大家冬至仍穿著短袖吃湯圓；也一定常聽聞各地水旱災頻傳，

政府得耗費鉅資搶救。如果，你也希望讓節能議題為更多人所重視，2018 年 3 月 24 日，請您跟

我們一起參與倡議活動。 

關燈，讓更多人發現，這世界的需要。 

 

2018 年地球倡議 用心愛地球 

》活動：關燈一條街 

》目標：全台兩萬盞 

》時間：2018 年 3 月 24 日(六) 20:30～21:30 

    地球一小時是由世界自然基金會(WWF)所推廣的全球性公益活動，也是目前全球最大規模

的氣候變遷倡議行動。藉由每年三月最後一週的週六夜晚發起關燈一小時，期能喚醒全民節

能的意識、倡導低碳生活。截至 2017 年，全球已有超過 187 個國家和地區、逾 12,000 個著

名地標共同響應，台北市地標 101 大樓也於每年響應盛事。今年，期盼您一同加入，為這世

界發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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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地球一小時 『關燈一條街』承諾書 

我願意響應 2018 年地球一小時倡議活動，從此刻開始，以更友善環境的方式善

待我們與其他生命共同生活的地球，承擔起身為地球公民的社會責任，除了重視氣

候變遷的危害，我願意做更多行動來守護我們唯一的家。 

 

 2018 年 3 月 24 日(六) 20:30～21:30 關上招牌燈、櫥窗燈、裝飾燈 

 

》除了關燈一小時，我還願意： 

 主動協助宣傳關燈一小時活動，設計官網、臉書響應活動，例如優惠套餐等。 

 每天 21:00 後關上招牌(櫥窗)燈 

 打烊後關上所有內外部燈光 

 提供優惠給不取用塑膠(紙)提袋顧客  

 不主動提供顧客塑膠(紙)提袋 

 鼓勵員工隨身攜帶水壺、環保袋、餐具(便當、筷子…) 

 

》荒野提供您： 

 響應貼紙(A5)張貼於貴店櫥窗共襄盛舉。 

 列名本活動響應單位，於本活動宣傳及執行期間透過荒野保護協會宣傳平台增加

曝光度。 

 拍攝響應影片，並置放於荒野保護協會地球一小時活動官網 

 全台串連線上響應地圖 

 

 

 

 

響應環保 填寫線上響應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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